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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况

1、项目工程概况

表1-1 项目工程概况表

委托单位 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

受检单位 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

地址 唐山市海港开发区

样品类别 固定源废气、环境空气、污水

采样日期 2019.12.09、2019.12.14

分析日期 2019.12.09~2019.12.20

工况情况 检测期间所有设备正常运转，生产工况达到 80%以上

2、检测方案如下：

表 1-2 固定污染源废气检测项目及点位表

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/天数 采样方法

1 焚烧炉排气筒

出口烟道
非甲烷总烃

3次/1天
1天
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、甲烷和非甲

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》
HJ 38-2017

2 甲醛吸收塔排

气筒出口烟道
非甲烷总烃

3次/1天
1天
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、甲烷和非甲

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》
HJ 38-2017

3 1#锅炉废气排

放口烟道

汞及其化合物* 3次/1天
1天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

增补版）5.3.7.2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

（B）

氨* 3次/1天
1天

《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

剂分光光度法》HJ 533-2009

4 2#锅炉废气排

放口烟道

汞及其化合物* 3次/1天
1天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

增补版）5.3.7.2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

（B）

氨* 3次/1天
1天

《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

剂分光光度法》HJ 533-2009

5 锅炉废气排放

口烟道
烟气黑度

3次/1天
1天

《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

格曼烟气黑度图法》HJ/T 398-2007
备注：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河北浦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为：180320341618，
资质有效期为 2024年 01月 2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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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环境空气检测项目及点位表

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/天数 采样方法

1 厂界上风向 1个

颗粒物
每天 4次/1天

1天
《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

量法》GB/T 15432-1995及标准修改单

甲醛
每天 4次/1天

1天
《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

光光度法》GB/T 15516-1995

苯
每天 4次/1天

1天

《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

附/二硫化碳解吸-气相色谱法》
HJ 584-2010

非甲烷总烃
每天 4次/1天

1天

《环境空气 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

的测定 直接进样-气相色谱法》HJ
604-2017

甲醇* 每天 4次/1天
1天
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

定 气相色谱法》

（HJ/T 33-1999）

2
厂界下风向 3个

颗粒物
每天 4次/1天

1天
《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

量法》GB/T 15432-1995及标准修改单

甲醛
每天 4次/1天

1天
《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

光光度法》GB/T 15516-1995

苯
每天 4次/1天

1天

《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

附/二硫化碳解吸-气相色谱法》
HJ 584-2010

非甲烷总烃
每天 4次/1天

1天

《环境空气 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

的测定 直接进样-气相色谱法》HJ
604-2017

甲醇* 每天 4次/1天
1天
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

定 气相色谱法》

（HJ/T 33-1999）
备注：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河北浦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为：180320341618，
资质有效期为 2024年 01月 24日。

表 1-4 污水检测项目及点位表

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/天数 采样方法

1 污水排放口
硫化物、石油类、

BOD5、总有机碳* 每天 4次/1天 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
HJ/T 91-2002

备注：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：2015150536U，
资质有效期 2021年 10月 2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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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

表 2-1 固定污染源废气检测方法及分析仪器一览表 单位：mg/m3（特殊注明除外）

序

号
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国标代号 仪器名称、编号 检出限

采样

人员

分析

人员

1 非甲烷总

烃
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、

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

气相色谱法》HJ 38-2017

崂应 3012H型自动烟

尘（气）测试仪

（YFJC-YQ-001）
TW-7000型真空箱

VOC采样器

（YFJC-YQ-079）
GC9790Ⅱ气相色谱仪

（YFJC-YQ-056）

0.07 宋宁

杨智明
陈伟

2 汞及其化

合物*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

法》（第四版增补版）5.3.7.2
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（B）

PF6-2 非色散原子

荧光光度计

（HBPA-S011）

0.06
μg/m3

（采
0.5m3

定容至

50mL）

齐建杰

李凯

孙丛珊

尹佳玉

3 氨*
《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

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》

HJ 533-2009

T6 紫外可见分光光

度计（HBPA-S013）
0.25 齐建杰

李凯

胡胜宇

申佳佳

4 烟气黑度

《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

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

图法》
HJ/T 398-2007

QT203M林格曼烟气

浓度图

（YFJC-YQ-040）
/ 宋宁

杨智明
宋宁

备注：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河北浦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为：180320341618，
资质有效期为 2024年 01月 24日。

表 2-2 环境空气检测方法及分析仪器一览表 单位：mg/m3（特殊注明除外）

序

号

检测项

目
分析方法及国标代号 仪器名称、编号 检出限

采样

人员

分析

人员

1 颗粒物

《环境空气 总悬浮

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

法》GB/T 15432-1995
及标准修改单

崂应 2050型空气/智能

TSP综合采样器

（YFJC-YQ-085~088）
分析天平（十万分之一）

（YFJC-YQ-018）

0.001 闵富祥

刘倩影
董明伟

2 甲醛

《空气质量 甲醛的

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

光度法》GB/T
15516-1995

崂应 2050型空气/智能

TSP综合采样器

（YFJC-YQ-085~088）
722N可见分光光度计

（YFJC-YQ-026）

0.004 闵富祥

刘倩影
董明伟

3 苯

《环境空气 苯系物

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/
二硫化碳解吸-气相

色谱法》HJ 584-2010

崂应 2050型空气/智能

TSP综合采样器

（YFJC-YQ-085~088）
GC9790Ⅱ气相色谱仪

（YFJC-YQ-056）

0.0015 闵富祥

刘倩影
陈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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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2-2 环境空气检测方法及分析仪器一览表 单位：mg/m3（特殊注明除外）

序

号

检测项

目
分析方法及国标代号 仪器名称、编号 检出限

采样

人员

分析

人员

4 非甲烷

总烃

《环境空气 总烃、甲

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

定 直接进样-气相色

谱法》HJ 604-2017

崂应 3036型废气 VOCs
采样仪

（YFJC-YQ-031）
GC9790Ⅱ气相色谱仪

（YFJC-YQ-056）

0.07 焦冠磊

徐朋飞
陈伟

5 甲醇*
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

甲醇的测

定 气相色谱法》

（HJ/T 33-1999）

GC9790Ⅱ气相色谱仪

（HBPA-S-010） 2 齐建杰

李凯

焦晓芳

赵景龙

备注：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河北浦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为：180320341618，
资质有效期为 2024年 01月 24日。

表 2-3 污水检测方法及分析仪器一览表 单位：mg/L

序

号
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国标代号 仪器名称、编号 检出限

采样

人员

分析

人员

1 硫化物
《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

甲基蓝分光光度法》GB/T
16489-1996

722N可见分光光度计

（YFJC-YQ-026） 0.005 宋宁

杨智明
王青宇

2 石油类

《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

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

法》HJ 637-2018

0L580红外测油仪

（YFJC-YQ-054） 0.06 宋宁

杨智明
刘颖

3 BOD5

《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

(BOD5)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

法》HJ 505-2009

SPX-70BⅢ生化培养

箱（YFJC-YQ-046） 0.5 宋宁

杨智明
王青宇

4 总有机碳
*

《燃烧氧化-非分散红外吸

收法》HJ 501-2009

TOC-L总有机碳分析

仪

（TJCS-319）
0.1 宋宁

杨智明
—

备注：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：2015150536U，
资质有效期 2021年 10月 27日。

三、检测质量控制情况

1、固定污染源废气检测

固定污染源废气检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，检测前对

使用的仪器均进行流量校准，按规定对采样器进行现场检漏，采样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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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HJ/T 397-2007及标准修改单进行。

2、环境空气检测

环境空气检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，检测前对使用的

仪器均进行流量校准，按规定对采样器进行现场检漏，采样严格按照《环

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》HJ 194-2017及标准修改单进行。

3、水质检测

水质检测仪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。采样、运输、保存、分析

全过程严格按照《环境监测技术规范（水和废水部分）》和《环境水质监测

质量保证手册》规定进行。水样采集 10%平行样，所有项目均采用平行样分

析控制样品精密度。

4、检测分析方法

采用国家颁布标准（或推荐）分析方法，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并持证

上岗，所有检测仪器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。

5、检测数据

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。

四、检测结果

表 4-1 固定污染源废气检测结果表

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样品状态
检测结果

1 2 3

焚烧炉排

气筒出口

烟道

2019.12.09

标干流量 m3/h — 5376 4810 5096

非甲烷总烃

实测浓度

（以碳计）

mg/m3 完好无破损 4.22 4.04 4.06

非甲烷总烃

排放速率
kg/h — 2.27×10-2 1.94×10-2 2.07×10-2

甲醛吸收

塔排气筒

出口烟道

2019.12.09

标干流量 m3/h — 13586 13420 13533

非甲烷总烃

实测浓度

（以碳计）

mg/m3 完好无破损 3.20 3.02 3.90

非甲烷总烃

排放速率
kg/h — 4.35×10-2 4.05×10-2 5.28×10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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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-1 固定污染源废气检测结果表

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样品状态
检测结果

1 2 3

1#锅炉废

气排放口

烟道

2019.12.14

标干流量 m3/h — 265859 271252 260550

汞及其化合

物*实测浓度
mg/m3 完好无破损 ND ND ND

汞及其化合

物*折算浓度
mg/m3 — ND ND ND

汞及其化合

物*排放速率
kg/h — — — —

氨*实测浓度 mg/m3 完好无破损 3.02 3.26 3.22

氨*折算浓度 mg/m3 — 4.04 4.53 4.39

氨*排放速率 kg/h — 0.803 0.884 0.839

2#锅炉废

气排放口

烟道

2019.12.14

标干流量 m3/h — 298320 293781 299244

汞及其化合

物*实测浓度
mg/m3 完好无破损 ND ND ND

汞及其化合

物*折算浓度
mg/m3 — ND ND ND

汞及其化合

物*排放速率
kg/h — — — —

氨*实测浓度 mg/m3 完好无破损 3.32 3.52 3.36

氨*折算浓度 mg/m3 — 3.80 4.09 3.82

氨*排放速率 kg/h — 0.990 1.034 1.005

备注：以上数据仅对本次检测负责。ND表示未检出。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河北浦安检测

技术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为：180320341618，资质有效期 2024年 01月 24日。

表 4-2 烟气黑度检测结果表 单位：级

检测日期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

2019.12.09 锅炉废气排放口烟道 <1

备注：以上数据仅对本次检测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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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 环境空气检测结果表 单位：mg/m3

检测项目 采样日期 检测点位 样品状态
检测结果

1 2 3 4

颗粒物 2019.12.09

上风向 1# 完好无破损 0.296 0.298 0.320 0.336

下风向 2# 完好无破损 0.346 0.348 0.387 0.386

下风向 3# 完好无破损 0.362 0.381 0.404 0.420

下风向 4# 完好无破损 0.346 0.364 0.370 0.386

甲醛 2019.12.09

上风向 1# 完好无破损 0.045 0.052 0.053 0.059

下风向 2# 完好无破损 0.082 0.083 0.090 0.096

下风向 3# 完好无破损 0.125 0.126 0.134 0.133

下风向 4# 完好无破损 0.143 0.138 0.153 0.165

苯 2019.12.09

上风向 1# 完好无破损 0.0096 0.0114 0.0096 0.0105

下风向 2# 完好无破损 0.0147 0.0144 0.0180 0.0156

下风向 3# 完好无破损 0.0147 0.0139 0.0142 0.0184

下风向 4# 完好无破损 0.0145 0.0145 0.0152 0.0146

非甲烷

总烃
2019.12.09

上风向 1# 完好无破损 0.26 0.28 0.23 0.27

下风向 2# 完好无破损 0.69 0.63 0.86 0.84

下风向 3# 完好无破损 0.81 0.83 0.80 0.82

下风向 4# 完好无破损 0.84 0.82 0.89 0.82

甲醇* 2019.12.14

上风向 1# 完好无破损 ND ND ND ND

下风向 2# 完好无破损 ND ND ND ND

下风向 3# 完好无破损 ND ND ND ND

下风向 4# 完好无破损 ND ND ND ND

备注：以上数据仅对本次检测负责。ND表示未检出。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河北浦安检

测技术有限公司，CMA证书编号为：180320341618，资质有效期 2024年 01月 2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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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4 污水检测结果表 单位：mg/L

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样品状态
检测结果

1 2 3 4

污水

排放口
2019.12.09

硫化物 微黄 无异味 澄清 ＜0.005 ＜0.005 ＜0.005 ＜0.005

石油类 微黄 无异味 澄清 0.22 0.21 0.25 0.23

BOD5 微黄 无异味 澄清 8.8 9.0 8.6 9.2

总有机碳
* 微黄 无异味 澄清 10.6

备注：以上数据仅对本次检测负责。*为分包检测项目，分包单位为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，CMA证书编号：2015150536U，资质有效期 2021年 10月 27日。

（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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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○代表环境空气检测点位，▲代表噪声检测点位。检测期间环境条件：2019年 12月
09日：昼间：晴，风速：2.1m/s，夜间：晴，风速：1.6m/s。

北

空

地

房

空地

港兴大街

风向：西风

风向

▲1#▲3#

▲2#

中

浩

大

道

唐山中浩化工有限

公司

▲4#

○1# ○2#

○3#

○4#

图 1：检测点位图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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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○代表环境空气检测点位。检测期间环境条件：2019年 12月 14日：风速：1.7~1.8m/s，
气温：-1.7~0.7℃，气压 102.5kPa。

北

空地

风向：西北风

风向

唐山中浩化工有限

公司

○

○A

○B
○C

图 2：检测点位图 2

以下空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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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：现场检测影像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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